
在建党 90周年之际袁野十二五冶 规划开局
之年袁2011年 7月 7日至 7月 11日袁集团党委
组织了我们所有党员奔赴革命圣地去寻觅革
命先辈的足迹袁重温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革
命奋斗历史袁缅怀革命先烈袁接受革命传统的
再教育遥

坐了 11个小时的火车袁我们首先马不停蹄
的来到了河北冉庄这片朴素而又
神圣的土地袁 参观地道战纪念馆遥
刚到那里就有一种抗日时期的感
觉袁到处都是破旧的院落袁院子里
面有抗战时期的物品袁房屋外面的
墙上还写着 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浴
全民抗战袁一致对外浴 冶等标语袁一
股战争中硝烟的味道滚滚涌上了
心头遥 虽然我们没有真正见过那些
激烈的战斗场面袁但当我们穿梭在
地道中袁口中哼着院野地道战袁嘿袁地
道战窑窑窑窑窑窑窑冶的歌曲袁就仿佛我们
也置身在抗日战争互相厮杀的战
场上袁 体会着当时人民的智慧袁想
象着他们通过不断的改进袁从最开
始的不防水袁不防毒袁慢慢改变到
三通尧三交叉尧五防的地道袁为敌人
建造了一个庞大的地下迷宫袁那一
夫当关袁万夫莫敌般的地道袁让敌
人进的来袁出不去遥 最终袁在广大人民群众坚持
不懈的努力下袁我们胜利了遥

之后袁 我们驱车来到了西柏坡要要要这个在
中国革命史上留下壮丽诗篇的圣地遥 西柏坡位
于太行山东麓袁 是河北省平山县西部山区一个
极为普通的小山村袁但却是和井冈山尧遵义尧瑞
金尧延安齐名的五大革命历史纪念地之一遥在讲
解员的引导下袁我们参观了毛主席尧周总理尧刘
少奇尧朱德尧任弼时等几位我党老一辈领导人的

故居旧址以及遗物照片遥 当我们看着那一件件
伟人们的手稿和先烈的遗物袁 读着那令人心潮
澎湃的文字袁倾听着解说声情并茂的讲解时袁我
们的内心被强烈的震撼了遥 50多年前,一代伟人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在这个十几平米的 野统战
部冶中袁运筹帷幄袁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尧淮
海尧平津三大战役袁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袁迎来了共和国的黎明袁它是
党中央进入北平尧 解放全中国最后一个农村指
挥所袁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遥

正是西柏坡见证了中国革命最重要的一个
转折时期, 也正是在这里产生了伟大的西柏坡
精神遥 西柏坡精神博大精深,内涵丰富遥 西柏坡
精神体现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历史必然曰 包涵
着的是与时俱进的进取精神与勇于创新的精
神曰 展现着实事求是和努力奋斗的优良革命传

统, 是我党在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创
业精神袁 是我党始终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
政治本色袁 是我党历史责任感和庄严使命感的
生动体现袁 是我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的集中
体现遥

环顾四周泥砖垒砌的平房和简陋得近乎

野原始冶的家什袁清贫而节俭的生活袁但中国共产
党人却在这个偏僻的农村做出了
惊天动地的伟业袁 雕刻在中国历
史年轮上的则是闪烁着时代光芒
的深刻痕迹遥 我们仿佛还可以从
留存的文字和资料中听到先辈们
谆谆的历史叮咛院野务必使同志们
继续保持谦虚尧谨慎尧不骄尧不躁
的作风袁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
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遥 冶余音绕耳袁
久久难以磨灭遥 这野两个务必冶凝
结着我们党总结中国历代政权盛
衰兴亡的经验教训袁 体现了中国
共产党的根本宗旨袁 展示了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遥 历史的经验证
明袁在困难的时期袁中国共产党正
是始终保持谦虚谨慎尧 不骄不躁
的作风袁 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
风袁 才得以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
个胜利遥 它既是对中国共产党传

统和优良作风的概括和总结袁 又是中华民族自
尊尧自信尧自强精神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升
华遥当我们穿越历史的时空袁回顾共和国走过的
不平坦道路时袁深深地感到袁无论是过去尧现在
还是未来袁野两个务必冶袁 永远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人民排除万难袁不断夺取新的胜利的保证遥

当我们坐在回程的车上袁 再回顾新中国的
历史袁平平淡淡的一点一滴袁如几双布鞋袁笔墨
纸砚袁西柏坡会议的桌椅等等袁这些细节都给予
了我们巨大的启发遥西柏坡精神同井冈山精神尧
长征精神尧延安精神一样袁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
长期奋斗历程的精神凝结遥这次红色之旅袁使我
更深刻的认识了新中国成立及我党的历史袁使
我更加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生活和工作袁 立志
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袁 并把这种精神投身
到工作和生活中去遥作为一名员工袁我必须坚持
谦虚谨慎尧不骄不躁的作风袁把本职工作做好袁
树立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曰做为一个共产党员,
就必须紧跟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遥 认真学习
马列主义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以野三个
代表冶为指针遥 时时保持清醒头脑,和党中央保
持一致遥发扬我党的优良作风和传统,做一个合
格党员遥 渊人力资源部 周燕萍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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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7月 26日袁上海宏泉集
团有限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暨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在集团 12楼会议
室隆重召开袁 共有 69名职工代表出
席了此次大会遥
普陀区总工会副主席周伟尧 普陀

区科技党委副书记刘义海尧 普陀区总
工会有关部门领导以及宏泉集团中高
层管理人员出席遥宏泉集团党委书记尧
总裁吴桂玲作了行政工作报告袁 相关
的职能部门对职工提案当场作了答
复遥 周伟副主席尧刘义海副书记尧王岳
祥董事长作了重要讲话遥

宏泉集团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
审议尧通过了第二届工会主席凌卫民
所作的第二届工会委员会的工作报
告和经审委胡世华所作的经审委工
作报告袁大会审议通过了大会选举办
法袁 选举凌卫民为第三届工会主席袁
李健方为工会副主席袁 选举方志礼尧
孙卓尧胡建平尧安鹏尧沈晓萍为第三届
工会委员会委员遥

宏泉集团第三次职工代表大会
审议通过并签订了 野集体合同冶尧野工
资专项集体合同冶和野女职工专项集
体合同冶遥 宏泉集团工会和行政代表

在去年区科技职代
会上签订职工工资
集体协商协议后袁
又正式签订了职工
工资专项集体合
同袁 标志着宏泉集
团的企业民主管理
和协商工作取得了
新的进展遥

周伟副主席在
讲话中希望宏泉集
团工会一要接受党

的领导袁结合企业实际开展袁依法维
护好职工的合法权益袁在营造野家冶的
氛围方面发挥工会独特的作用遥二要
开展社会责任尧文化提炼尧推动企业
阶段性工作发展尧倾听和维护职工诉
求等工作袁在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职
工发展方面发挥工会二个服务的功

能遥 三要加强工会自身建设袁运用好
职代会尧职工董监事平台袁在队伍建
设尧企业民主管理尧协商工作三个方
面发挥工会作用遥

刘义海副书记在讲话中肯定了
集团行政尧工会发展工作袁特别对集团
以人为本袁在集体合同尧工资专项集体

合同尧女职工专项集体合同中大幅提
高职工福利待遇的做法给予了肯定遥

王岳祥董事长向大会阐述了

2011年员工增资尧提高福利尧改变考
核方式以及企业突破瓶颈尧创新发展
等问题袁突出了构建和谐企业袁尽责
社会的企业发展目标遥

2011年 7月 30日袁普陀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尧区光
彩事业促进会顾问叶维华尧区委常委尧区政协副主席尧
区委统战部部长尧 区光彩事业促进会名誉会长夏斯
德尧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李世荣尧区光彩事业促进会会
长尧区工商联副主席尧宏泉集团董事长王岳祥为团长
一行 8 人近日前往西藏进行考察并慰问上海市第六
批援藏干部遥

在西藏期间袁考察慰问团一行先后考察了日喀则吉
隆尧亚东两县袁慰问上海第六批援藏干部尧普陀区派出干
部尧亚东县委书记纪晓鹏并进行交流座谈袁亚东县委尧县
人大尧县政府尧县政协主要成员出席遥

热烈祝贺上海宏泉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职工代表大会
暨工会会员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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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就要开始了袁史密
斯深呼一口气袁极其小心地
迈进那个房间遥撒切尔夫人
已经等在那里遥史密斯的心
不由得剧烈跳动起来袁忐忑
不安的紧张已经持续了整
个上午袁而此时袁这种情绪
似乎已经不由他控制遥

预先设计好的开场白
并没有派上用场袁因为还未
等史密斯开口袁撒切尔夫人
已经打开了电视机院野年轻
人袁现在有场足球赛刚刚开
始袁采访暂时放一放袁咱们
先看看这些勇敢球员的表
现如何啊钥 冶野铁娘子冶似乎
并不像总编说的那样时间
紧张袁她神情悠闲尧亲切和
蔼地笑着问史密斯遥

史密斯强挤出一点笑
容袁 心里却是说不出的惊

慌遥 因为袁就在刚刚迈进门的时候袁他沮
丧地发现袁他竟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要采
访的题目了遥 采访提纲就装在手提包
里袁 可是总不至于要当着她老人家的面
来拿着看吧袁 那样显得自己多没水准遥
足球赛一开场就极其激烈袁但史密斯没
有丝毫兴趣遥 虽然他一再强迫自己要冷
静袁瞬间野短路冶的大脑也在极力建立
野链接冶搜索着相关信息袁可慌乱的思维
根本就无法固定下来遥该怎么办呢钥史密
斯不禁懊恼浴

野年轻人袁喝杯我煮的咖啡怎么样钥
虽然年龄大了有些笨手笨脚袁不过袁我手
艺可还是很棒的呢! 冶撒切尔夫人边说边
起身去隔壁煮咖啡遥 如同得到救赎一样袁
史密斯忙不迭地翻开手提包噎噎

大约一刻钟的工夫儿袁 撒切尔夫人
端着滚热的咖啡走了进来院 我们的对话
现在可以开始了吗钥 史密斯接过咖啡郑
重地点点头遥

采访出乎意料地顺利遥 史密斯心里
格外地欢喜遥

告别的时候袁撒切尔夫人拥抱了史密
斯袁并轻拍他的肩膀袁野年轻人袁我不喜欢
看球赛也不喜欢煮咖啡袁以后有机会再见
面袁可不要再给我出难题啊遥冶野铁娘子冶始
终一脸笑容遥 史密斯方才醒悟院原来她老
人家早已看出了自己的窘迫袁但是袁她又
给了他足够的理由来让自己避免尴尬遥多
么温暖而善良的老人啊!

在无意的过失面前袁 不伤害尧 不戳
穿袁留足面子给对方遥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
夫人教会了我们这一点遥

渊摘自叶知音女孩曳冤

泰山记五岳中的东岳泰山袁又名野岱冶曰自古一直
都被视为野天冶的象征遥 泰山壮观尧雄伟袁主峰
高 员缘源缘米袁 环绕主峰的山峰有 员员圆余座袁崖
岭 怨园余座袁溪谷 员园圆条袁名泉 苑圆处袁如玉液
泉尧王母泉尧来鹤泉等等袁所以泰山的水系十
分丰富遥 泰山山脉由东向西有东尧中尧西三条
大谷曰北麓自东而西有天津河尧扫帚峪尧桃花
峪三条大谷遥 六条大谷溪流各向六个方向辐
射袁分成六个区域袁形成了著名的幽尧旷尧奥尧
秀尧妙尧丽六大景区遥

在今年夏季袁 有幸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泰
山游袁我总算是有机会去登泰山了遥

我们的车到了泰山山脚袁 又在盘曲的山
路上行驶了 10分钟袁就到达了野泰山索道冶遥
我们下了车袁坐上了索道遥 一路上袁看到了满
山遍野的树木和鲜花袁有红的尧黄的尧蓝的噎
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遥 缆车底下袁

一道瀑布从山上流到小潭里袁 小潭里的水不
深袁清澈见底袁还可以看见潭底的石头呢浴

下了缆车袁就是野南天门冶袁走近一看袁这
野南天门冶像是北京宫殿的门袁气势磅礴遥最上
面镶着三个金色的大字院南天门袁左右是一副
蓝底金字的对联遥 南天门下面的石阶是十八
盘袁是登山路上最险的一段遥 从下往上看袁像
是一条陡直的野天梯冶遥

看完十八盘袁 我们穿过南天门继续往前
走袁来到了一块刻着野泰山冶两字的巨石前遥 在
那里可以感觉到云雾扑面而来袁四周的景气影
影绰绰袁有如人间仙镜一般袁使人流连忘返遥

我们接着往前走袁就到达了钟楼遥钟楼里
有个巨大无比的钟袁 据说一位富人在泰山许
愿袁 愿望成真了遥 所以他在这儿修了一座钟

楼遥 今年新年的钟声就是在这儿敲响的遥
出了钟楼袁我们向着玉皇顶出发遥走着走

着袁就来到了两块高大的石碑前遥这两块石碑
各高十几米袁宽几米遥一块写着许多著名人物
为泰山的题词遥 另一块记录了历代皇帝的丰
功伟绩袁题目叫做野天地同攸冶遥

再往前走就是玉皇顶了袁 玉皇顶上有个
玉皇庙袁庙前是那块刻着野五岳独尊冶的石头袁
字是红色的袁 深刻有力袁 给人一种豪迈的感
觉遥

游完玉皇庙袁 我们按照原路返回袁 乘缆
车下山了遥

泰山的美丽风光令人向往尧赞美袁真不愧
为五岳之首袁令人流连忘返浴

渊信息网络中心 陈磊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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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之旅———西柏坡

宏泉集团恭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6月 20日上午袁在普陀区委
常委尧区政协副主席尧统战部部
长夏斯德带领下袁 区工商联组
织普陀区各基层商会和部分民
营企业家来到浙江嘉兴袁 瞻仰
南湖中共一大会址遥 宏泉集团
董事长王岳祥袁党委书记尧总裁
吴桂玲参加了此次活动袁 重温
中国共产党 90 年的峥嵘岁月

和光辉历程袁深刻感受我党野开
天辟地尧 敢为人先冶 的首创精
神尧野坚定理想尧百折不挠冶的奋
斗精神和 野立党为公尧 忠诚为
民冶的奉献精神遥

大家表示袁 在建党九十周年
之际袁能够和区领导一起来到南
湖中共一大会址袁 倍感亲切袁也
感到责任重大遥 一定要牢记党的
宗旨袁不断开拓创新袁把企业做
大做强袁 同时认真履行社会责
任袁 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遥

一船红中国 万众跟党走

7月 4日, 以野党的光辉映同心袁感恩行
动添光彩冶 为主题的 2011年上海市光彩事
业活动日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遥 这
次活动旨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袁
进一步推动和深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回报
社会感恩行动袁大力弘扬光彩精神袁展示民
营企业感恩党尧感恩国家尧感恩人民的良好
精神风范遥

会后袁 宏泉集团董事长王岳祥在市委常
委尧 统战部长杨晓渡袁 市总工会副主席侯继
军袁区委常委尧统战部长夏斯德的带领下袁冒
着酷暑走访慰问了本区三位支内回沪老劳
模遥 为老人送上了鲜花尧慰问金和慰问品袁并
祝老人健康长寿遥 杨晓渡部长说袁劳模是党和
国家的宝贵财富袁关心高龄劳模是全社会的责任遥当杨晓渡
部长听到劳模本人因为支内关系在享受城市医保有困难
时袁他说袁支内劳模们当年相应国家号召袁赴外省市白手起

家地支援地方建设袁作出了巨大贡献袁现在回到上海袁他们
应该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袁我们要逐步完善各项政策袁进
一步关心到他们的困难遥

党的光辉映同心 感恩行动添光彩
要要要 集团董事长王岳祥随市尧区领导慰问支内返沪劳模

七月

张 辉

芷志军

管福标

田 波

范孝俊

李 红

徐 全

邱金海

王卫祥

朱玲聪

杨和根

八月

季桂萍

许菲菲

李 莹

陆永福

周 浩

丁小军

蔡艳萍

付培明

九月

朱 莹

陈 磊

胡世华

嵇晓静

姜刘模

周 瑾

阚 波

刘正从

刘贺飞


